與您孩子的醫生建
立早期介入合作關係：

來自家長的
家長須知

作

為家長，您最瞭解自己

的孩子。您知道如何使您的孩子歡笑，
也知道如何撫慰您的孩子。您知道您
孩子有哪些優勢及哪些需求。
因此，在您孩子接受早期介入服務的
過程中，您將起到關鍵作用：協助您
孩子的醫生*瞭解和理解您孩子的優勢
和需求，以及哪些服務對您孩子最有
幫助。
您可以向您孩子的醫生隨時提供您孩
子的早期介入計劃情況，但您也應請醫
生參與醫生與家長之間的「早期介入合
作關係」通常不會自動建立。事實上，
在大多數情況下，最成功的合作關係
將由於家長 - 您 - 的努力而建立！
若您想與您孩子的醫生之間建立一種符
合您願望的合作關係，則需要採取許多
行動。本手冊提供的建議和想法涉及如
何與一位新醫生開始合作，以及如何改
善已經建立的合作關係。
* 為方便提述，本文使用「醫生」這一
PO Box 40970
Olympia, Washington 98504-0970
電話：360-725-3500
傳真：360-413-3482
www.dcyf.wa.gov

術語，但這些想法可能也有益於其他
主要醫療保健服務供應商，例如執業
護理師、醫師助理及其他人員。

選擇醫生
下面列有一些應注意的一般資質：

臨床技能與知識
該位醫生所接受的培訓及專科重點是否能
對您孩子的需求起重要作用？
如果一位醫生的專常與您孩子的發展、
特殊需求或某種特定斷診症狀相關，
則這位醫生可能就是您希望尋找的醫生。

資歷
該位醫生所服務過的其他兒童是否有與您
孩子相似的斷診症狀，或者有發展遲緩或
其他的一般殘障？
此類經驗會有助於您的醫生更加注意可
使您孩子和您家庭受益的資源和可提供
的服務。

相互尊重和一種互通聯繫感
該位醫生是否平易近人？該位醫生是否
使您感到輕鬆？您是否喜歡該位醫生與
您孩子之間的互動關係？
您是否能將您孩子的健康服務托付該位
醫生？

一位醫生在某一方面的能力可能優於
其在另一方面的能力。選擇醫生時，
可能應選擇那些在醫術技能、人際
交往能力與經驗各方面能力均衡的
醫生。
將由您確定您本人與您孩子目前有哪
些需求。您可能會發覺您的需求會隨
時間推移而改變。

建立合作關係
成為合作夥伴
決定您希望與您孩子的醫生之間建
立哪種類型的合作關係。您希望醫生
如何參與協調您孩子所接受的治療及
服務？您希望在做出醫療和健康決定
的過程中發揮哪些作用？
無論您的合作關係屬於哪種類型，
這種關係都應使您能安心提出問題、
交流見解，並使您感到您與醫生均
為團隊合作者。
就您而言，您應該虛心聽取醫生提出
的問題和見解，並將醫生視為您孩子
服務團隊中的一位合作者。

樹立榜樣
以自己的言行說明您希望受到何種
對待，以及您希望您的孩子受到何
種對待。

如果您希望他人聽取您的意見，則您也應
該耐心聽取他人的意見。如果您希望醫生
喜歡您的孩子，則您也應該顯示您對孩子
的喜愛。

體諒他人
醫生的門診預約時間安排很緊湊，看診時
間為每位患者 15 分鐘或更短時間。醫生
似乎急於開始下一個患者的看診，而實
際情況很可能確實如此！
如果您需要更多時間，則應告訴醫生，
而醫生應願意設法給您更多時間。參見
充分利用門診時間一節，以便瞭解如何
獲得更多門診時間。

給醫生逐漸熟悉您孩子的機會
除了講述您感到關注的問題以外，還應講
述一些積極的事情。與醫生分享一些照片
和往事，以便醫生喜歡和瞭解您的孩子。

表達感激
親自或以書信方式表示感謝。讓醫生知
道哪些治療有助益，而且您認為醫生工
作出色。

不應指望一切都十全十美
每一個合作關係中都存在坎坷，而您
目前的合作關係也不例外。應根據需
要做出改變。應該意識到，醫生也是
尋常人，並應給醫生改善服務的機會。
如果您對您孩子的醫生基本上感到
滿意，則值得努力克服目前的困難。

如果您在兩次預約之間有任何問題，
醫生是否希望您首先向診所護士詢問？

決定改換醫生

如果發生某種特定情況，醫生是否希
望您打電話到醫生家？

多數家長對其孩子的醫生感到滿意。
但有時候情況並非使人感到順心。
您可以自我詢問以下問題：

您的醫生是否願意透過電子郵件方式
進行交流溝通？是否可採用傳真方式？
其他方式？

參見決定改換醫生一節，以便瞭解在
何種情形下應決定改換醫生。

可在兩次預約之間請求提供所
需的醫囑

保持良好的交流溝通

如果在兩次預約之間發生使您感到關注
的問題，而且您認為您需要或希望您孩
子的醫生給予答覆，可讓護士請醫生打
電話與您聯絡。

相互對話
將您與醫生之間的交流溝通視為一種有
好和相互尊重的談話。這是一種相互
對話，而且雙方都應在談話中提出自
己的問題、關注事項、成功之處以及
希望。

明確應如何進行相互交流溝通
向醫生詢問如何就您孩子的治療進行最
有效的交流溝通。
日間打電話交談的最佳時間是何時？

講明您比平時感到與更加擔憂 – 而您無
法說明原因 – 並且您的確希望能與醫生
直接交談。

沉思
您是否能與醫生交談極為重要的問題
或事項？若非如此，您是否並不介意；
或者，您是否為獲得所需的資訊而做
出任何安排？
您是否感到自己是您孩子醫療保健服
務團隊中的一位成員？您是否希望今
後改變您對某些事情的做法？

• 診所的運作方式對您是否適合？
• 當
 您需要時，是否能得到醫生的
服務？
• 您
 是否經常對醫囑感到疑惑，或者對
根據醫囑提供的特定治療感到疑惑？
• 您
 是否認為您擔憂的問題得到認真
對待？這是否使您對您自己或醫生
的直覺產生置疑？
相信自己的直覺。如果您對合作關係感
到不順心或者無法改善這種關係，則您
意識到應開始改換醫生。
應該以積極的態度採取這一行動。

「感謝您為我孩子所做的
一切。對於您為我們所花的
時間，我們衷心感謝。
但是，目前這不是最適合
我們需求的服務 – 我願意
讓我的孩子接受另一位醫
生的服務。」

讓您孩子的醫生參與
早期介入計劃
醫生會願意並希望參與兒童的早期介入
計劃。然而，繁忙的時程安排會妨礙醫
生發揮積極作用。
如果您堅持讓醫生參與早期介入決策過
程並請醫生提出意見，您會發現自己已
經建立了一種早期介入合作關係！

提出邀請

事先準備

詢問醫生是否能出席一次個別家庭服務計
劃 (IFSP) 會議或者其他工作小組會。詢問
最適合醫生的時間與地點。

事先思考您希望某次門診能使您有哪些
收穫。

如果會議安排在醫生不看診的日期、早上
或辦公日結束時，您的醫生也許願意出席
這些會議。在醫生診所舉行工作小組會也
許更方便醫生參與。

下面列舉幾項建議︰

充分利用門診時間

提供資訊

時間安排

確保將您孩子的醫生列入您孩子所有計
劃的郵寄地址清單。

如果您希望減少等候時間，可以將醫生
門診安排為辦公日第一個預約，或者午
飯後第一個預約。

在按預約赴門診時攜帶您尤其希望與醫
生討論的報告書。
在醫生與早期介入計劃之間起到聯繫
作用 – 使這兩者之間相互瞭解對方的
問題與關注。

如果您提出的問題或關注事項需要比平時
更多的時間，則應請診所工作人員安排一
次持續時間較長的門診預約。醫生及工作
人員會願意您提前給予通知，這也可以避
免您由於時間不充裕而感到過分沮喪。

• 在
 一份清單中列出您的問題、關注
事項，以及您希望告訴醫生的其他
情況。
• 您
 可以提供一些似乎與健康無關但對
您與您孩子至關重要的情況。
• 確定清單中哪些內容對您最重要。
詢問醫生是否希望事先獲得一份您開列的
問題與關注事項清單。在預約時間之前採
用電郵、傳真或親自遞交方式提交您的
清單；這樣可使醫生有更多準備時間，
以便更全面地回答您的問題。

參與
在門診開始時與醫生交談您的問題與關
注事項清單。醫生很可能會有其自己的
清單，其中含有醫生需要在本次門診完
成的事項。你們可以共同決定將在本次
門診討論的內容，以及將在下一次門診
討論的內容。
由於每次門診內容安排十分緊湊，因此
會使人難以記住所談論的全部內容。
下面列舉幾項便於您記住門診內容
的建議：
• 做
 筆記。在同一個筆記簿中記錄您提
出的問題以及醫生的答覆。這會使您
日後更容易記住全部情況。
• 請
 他人陪同，以幫助您聽談話內容
並做筆記 – 這也可以為您提供必要
的支持。
• 詢
 問您是否可以用錄音方式錄製談話
內容。
有時您需要將談話內容轉回您所關注的
問題。下面列舉一些方法：
• 提出問題。「對於……您有哪些建議」
• 講
 述您孩子生活中發生的一些情況，
而這些情況與您希望談論的內容
相關。「前幾天在個別家庭服務
計劃會議上……」

• 直
 接轉換話題。「希望與您交談的事
情是…」
• 如
 果醫生提供的資訊使您難以理解，
可詢問醫生您是否可以過後打電話
向醫生提出您的問題。
• 如
 果醫生無法出席個別家庭服務計
劃會議，可事先向醫生詢問其建議
及看法。

「這是我將在我孩子個別家
庭服務計劃會議上請求提供
的服務，您怎麼看？」
與個別家庭服務計劃工作小組分享醫生
的看法。
醫生也許能成為您的同盟，協助您獲得
您認為您孩子需要的服務。
• 告
 訴醫生您認為需要哪些服務。如果
醫生表示同意，可以請醫生致函個別
家庭服務計劃工作小組，說明你們共
同提出的建議。
• 向
 醫生詢問個別家庭服務計劃工作小
組的成員是否可以打電話與醫生討論
這些建議。

情況更新
在兒童健康體檢門診或其他門診時，
告訴醫生您孩子在早期介入計劃方面
取得的進展。就相關服務提出問題或
關注事項。
另一種有趣和令人難忘的情況更新方式
是向醫生寄送一張您孩子的平日照片，
並隨附描述您孩子突出進展情況的
說明。

「這是我女兒在晚飯時的
開心情形。在早期介入過
程中，我學會了如何鼓勵她
多吃非泥狀食品。她見到食
物時不再作嘔和哭鬧，而且
我對她的發育不感到過分
擔心。早期介入使我與我
女兒之間的關係更加密切，
同時也幫助了我全家人 –
過去吃飯如同上戰場，而如
今這種情況已經一去不
復返！感謝您協助辦理
轉診服務！」

成為早期介入的倡導者

（家庭健康熱線），並提出與您所在
縣的家庭資源協調員主導人員通話。

您是否重視早期介入？您是否希望您的
孩子儘早獲得轉介服務？您是否認為有
必要詳細瞭解早期介入服務？您是否希
望成為早期介入的倡導者？

如果您善於當眾講話，可以考慮加入家
長小組委員會，並參加正式講演。

家長通常是最強有力的倡導者。您有切
身經歷及真實的生活經歷與他人交流 –
您可以帶來改善。

有些人希望瞭解關於早期介入的研究
成果。對於多數人，個人的真實經歷有
助於我們瞭解某項計劃可對兒童及其家
庭帶來哪些變化。真實經歷會促使我們
努力改善現狀。

下面為您介紹幾種簡單的措施，可用於
宣傳早期介入的重要意義。

與誰交談……
可以從您熟悉的親朋好友開始 – 向您的
家庭與朋友講述早期介入服務，並告訴
他們早期介入服務為您孩子與您家庭帶
來哪些益處。
與您孩子的醫生分享這一訊息，並隨
後提出與醫生診所中的其他人分享此
訊息。
加入您當地的縣級跨機構合作協調
顧問委員會。您將向其他人當面講述
您對早期介入的熱心支持。請向您的
家庭資源協調員 (FRC) 詢問加入方法。
如果您沒有家庭資源協調員，可以
致電 1-800-322-2588

講演應包括哪些內容……

您希望分享哪些真實經歷或實例，用以
生動形象地說明下列一個或多個研究
論題？

早期介入有助於家庭作適當
調整和發揮作用。
您孩子獲得的幫助對您家帶來哪些變化？
這是否有助於減輕壓力和憂慮？您學到
的哪些內容有助於使您對自己與孩子之
間的關係感到滿意？

早期介入有助於兒童發
揮其潛力。
您對您孩子有哪些希望？早期介入曾
經而且將如何幫助您？

早期開始的早期介入計劃效
果最佳。
您對您孩子最早的擔憂有哪些？醫生
如何做出相對回應，或者您希望醫生
本應做出哪些回應？說明家庭資源協
調員如何幫助家庭尋找服務、經費和
聯絡資訊。

有家長參與的早期介入計劃
效果最佳。
您如何參與？您喜歡其中哪些內容？
重要訊息：早期介入為兒童及其家庭
服務，因此請提出問題或關注，不能
耽誤寶寶的發育。

如需詳細資訊，請透過以下方式聯絡：

Department of Children, Youth, and Families
Department of Early Learning
PO Box 40970 • Olympia WA 98504-0970
電話：(360) 725-3500 • 傳真：(360) 413-3482
www.dcyf.wa.gov
家庭互援健康資訊中心 - PAVE 計劃之一
華盛頓州家庭權益呼籲組織
電話：(253) 565-2266 • (800) 572-7368
www.familyvoicesofwashington.com
www.wapave.org

在所有計劃和活動中均禁止有
歧視行爲。無人會由於種族、
膚色、宗教、信仰、原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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